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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

料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涉及一种含密排体多尺

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

是要解决传统均质铝基复合材料抗弹性能差，防

弹铝基复合材料中陶瓷体积分数低的问题。材料

由陶瓷密排体、含铝材料和陶瓷粉体填充物组

成。方法：密排体密排于模具中；二、陶瓷粉体填

充柱体间隙；三、冷压预热制备预制体；四、熔融

铝液；五、将熔炼的铝液压入预制体中，保压，脱

模得到复合材料。陶瓷含量达65～93vol.％，具

有优异的抗弹性能。本发明用于装甲防护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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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

铝基复合材料由陶瓷密排体、含铝材料和陶瓷粉体填充物组成；所述陶瓷密排体由若干个

陶瓷柱体或陶瓷球体组成；所述含铝材料为铝或铝合金；所述陶瓷粉体填充物的堆积密度

为25～80％；所述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中陶瓷相的总体积分数为65～

9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

述陶瓷柱体为端面带圆弧的柱体，其直径为2～30mm，长径比为0.3～5；所述陶瓷球体的球

体直径为1～3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当

所述陶瓷粉体填充物的堆积密度为25～45％时，所述陶瓷粉体填充物由陶瓷粉体和Al合金

粉混合得到；当所述陶瓷粉体填充物的堆积密度为46～55％时，所述陶瓷粉体填充物为单

一粒径的陶瓷粉体；当所述陶瓷粉体填充物的堆积密度为56～80％时，所述陶瓷粉体填充

物是通过不同粒径陶瓷粉体级配得到；所述陶瓷柱体为B4C陶瓷柱体或SiC陶瓷柱体，所述

陶瓷粉体为B4C粉体或SiC粉体，且陶瓷柱体和陶瓷粉体为同一种陶瓷。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

述陶瓷粉体的粒径为0.1～2000μm，Al合金粉的粒径为0.1～2000μ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

述铝合金为1xxx系铝合金、2xxx系铝合金、3xxx系铝合金、4xxx系铝合金、5xxx系铝合金、

6xxx系铝合金或7xxx系铝合金。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具体按以下步骤进行：

一、将陶瓷柱体或陶瓷球体采用酒精超声清洗，吹干，以钢模具的中心为起点向外将若

干个陶瓷柱体或陶瓷球体均匀布置在钢模具中紧密排列成陶瓷密排体，得到待填充模具；

二、向待填充模具中填充陶瓷粉体填充物，通过振动台振动，使得陶瓷粉体填充物填入

待填充模具的间隙中，得到待冷压坯料；

三、将待冷压坯料在压力为5～100MPa的条件下冷压成坯，然后连同模具放入电炉中，

在温度为500～700℃的条件下保温2～6h，得到材料预制体；

四、将含铝材料在温度为700～900℃条件下熔炼2～6h，得到含铝熔液；所述含铝材料

为铝或铝合金；

五、采用压力浸渗将含铝熔液浇注并加压浸渗到材料预制体的间隙中，在压力为30～

250MPa的条件下保压5～10min后直接脱模，再转移至马弗炉中，在温度为400～450℃的条

件下随炉冷却，得到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所述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

强铝基复合材料中陶瓷相的总体积分数为70～93％。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一中所述钢模具的直径大于三倍单个陶瓷柱体或陶瓷球体的直径。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当采用陶瓷球体时所铺陈的层数是1层或多层；其中多层铺陈时，表面层球体直径

小于、等于或大于底层球体直径。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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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在于步骤二中陶瓷粉体填充物填入待填充模具的间隙后，根据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

强铝基复合材料的梯度结构需求再多铺陈多层混合粉体，所述混合粉体为不同体积分数的

陶瓷粉体和Al粉的混合粉体。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三中将待冷压坯料在压力为10～30MPa的条件下冷压成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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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的发展，反装甲武器威力的日益增强，对装甲防护层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单纯通过加厚装甲防护层的方法来提升防护作用势必会严重影响武器系统的作战机动性

和快速反应能力。目前主流的披挂装甲结构为陶瓷复合装甲，结构为陶瓷面板+金属背板。

这种结构中陶瓷与金属界面波阻抗差别过大，导致产生较大的反射拉伸波，陶瓷破碎严重，

影响了陶瓷复合装甲结构的防护能力。有必要研制新型具有高防护能力的装甲结构材料。

[0003] 金属基材料结合了陶瓷和金属的优点，成为了装甲材料备用材料之一。目前金属

基复合材料在抗弹结构中的应用还处在实验室阶段，传统的金属基复合材料相比于陶瓷材

料并没有表现出特别优秀的抗侵彻性能，其主要原因在于金属基复合材料陶瓷含量较低，

往往小于70vol.％。有研究表示，陶瓷含量大于80vol.％时，金属基复合材料的抗弹性能才

能与相应的陶瓷材料抗弹性能相当。但传统的通过粉体堆积的方式制备复合材料所得的体

积分数很难超过80vol.％。

[0004] 虽然已有研究将陶瓷柱体作为装甲防护领域，但陶瓷柱体之间的填充往往为高分

子材料，有效防护面积较低。这就使得着弹点的位置不同，防护效果也往往不同。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是要解决传统均质铝基复合材料抗弹性能差，防弹铝基复合材料中陶瓷体

积分数低的问题。而提供一种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0006] 一种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由陶瓷密排体、含铝材料和陶瓷粉体

填充物组成；所述陶瓷密排体由若干个陶瓷柱体或陶瓷球体组成；所述含铝材料为铝或铝

合金；所述陶瓷粉体填充物的堆积密度为25～80％；所述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

合材料中陶瓷相的总体积分数为65～93％。

[0007] 上述一种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具体按以下步骤进

行：

[0008] 一、将陶瓷柱体采用酒精超声清洗，吹干，以钢模具的中心为起点向外将若干个陶

瓷柱体或陶瓷球体均匀布置在钢模具中紧密排列成陶瓷密排体，得到待填充模具；

[0009] 二、向待填充模具中填充陶瓷粉体填充物，通过振动台振动，使得陶瓷粉体填充物

填入待填充模具的间隙中，得到待冷压坯料；

[0010] 三、将待冷压坯料在压力为5～100MPa的条件下冷压成坯，然后连同模具放入电炉

中，在温度为500～700℃的条件下保温2～6h，得到材料预制体；

[0011] 四、将含铝材料在温度为700～900℃条件下熔炼2～6h，得到含铝熔液；所述含铝

材料为铝或铝合金；

[0012] 五、采用压力浸渗将含铝熔液浇注并加压浸渗到材料预制体的间隙中，在压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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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50MPa的条件下保压5～10min后直接脱模，再转移至马弗炉中，在温度为400～450℃

的条件下随炉冷却，得到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所述含密排体多尺度陶

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中陶瓷相的总体积分数为70～93％。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4] 本发明通过引入密排的陶瓷体，并利用B4C(或SiC)粉体或B4C-Al(或SiC/Al)混合

粉体填充密排体间隙，从而得到高陶瓷含量(70～93vol .％)的陶瓷增强铝基抗弹结构材

料；本发明制备的陶瓷增强铝基抗弹结构材料保留了大块密排的高硬度、高强度的B4C或

SiC陶瓷柱体，可以有效的磨蚀和破坏弹头，从而具有优异的抗弹性能；密排的B4C或SiC陶

瓷体通过颗粒增强的B4C/Al复合材料约束，可以有效的对陶瓷柱体起到支撑作用，延缓弹

体侵彻过程中陶瓷的过早失效；这种密排体结构在受到弹体冲击时，可以有效的传递载荷，

并通过柱体的粉碎吸收大量的能量。本发明中的陶瓷体可以根据不同的弹体直径和种类优

选不同尺寸类型的陶瓷体，并且可以根据需要增加陶瓷体的层数，从而得到优异的抗弹性

能。采用本发明得到的碳化硼增强铝基抗弹结构复合材料(92％-76％-70％-55％-35％-

25％B4C/5083Al复合材料)整体面密度为96kg/m2，其中陶瓷含量为92％的面板层含有密排

陶瓷柱体结构，其他层为颗粒增强B4C/5083Al复合材料。抗弹测试结果表明，12.7mm穿燃弹

满弹速，100m距离0o角入射的条件下无法贯穿面密度为96kg/m2的92％-76％-70％-55％-

35％-25％B4C/5083Al层状抗弹结构复合材料，弹体有效穿深仅为12mm，装甲材料相比于

603装甲钢的防护系数达到8.2，厚度系数达到2.6。顶层的92vol％B4C(柱体+颗粒)/5083Al

可以有效破坏并磨蚀弹体。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俯视图；其中A为陶瓷密排体，B为陶

瓷粉体填充物；

[0016] 图2为采用陶瓷柱体制备的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侧视图；

[0017] 图3为实施例一得到的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实物图；

[0018] 图4为采用单排陶瓷球体制备的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侧视图；

[0019] 图5为采用双排同直径陶瓷球体制备的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侧

视图；

[0020] 图6为采用双排不同直径陶瓷球体制备的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

侧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具体实施方式一：本实施方式一种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由陶瓷

密排体、含铝材料和陶瓷粉体填充物组成；所述陶瓷密排体由若干个陶瓷柱体或陶瓷球体

组成；所述含铝材料为铝或铝合金；所述陶瓷粉体填充物的堆积密度为25～80％；所述含密

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中陶瓷相的总体积分数为65～93％。

[0022] 具体实施方式二：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的是：所述陶瓷柱体为端面

带圆弧的柱体，其直径为2～30mm，长径比为0.3～5；所述陶瓷球体的球体直径为1～30mm。

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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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具体实施方式三：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不同的是：当所述陶瓷粉体

填充物的堆积密度为25～45％时，所述陶瓷粉体填充物由陶瓷粉体和Al合金粉混合得到；

当所述陶瓷粉体填充物的堆积密度为46～55％时，所述陶瓷粉体填充物为单一粒径的陶瓷

粉体；当所述陶瓷粉体填充物的堆积密度为56～80％时，所述陶瓷粉体填充物是通过不同

粒径陶瓷粉体级配得到；所述陶瓷柱体为B4C陶瓷柱体或SiC陶瓷柱体，所述陶瓷粉体为B4C

粉体或SiC粉体，且陶瓷柱体和陶瓷粉体为同一种陶瓷。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相同。

[0024]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之一不同的是：所述陶瓷粉

体的粒径为0.1～2000μm，Al合金粉的粒径为0.1～2000μm。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之

一相同。

[0025] 具体实施方式五：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不同的是：所述铝合金

为1xxx系铝合金、2xxx系铝合金、3xxx系铝合金、4xxx系铝合金、5xxx系铝合金、6xxx系铝合

金或7xxx系铝合金。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相同。

[0026] 具体实施方式六：本实施方式一种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制备

方法具体按以下步骤进行：

[0027] 一、将陶瓷柱体采用酒精超声清洗，吹干，以钢模具的中心为起点向外将若干个陶

瓷柱体或陶瓷球体均匀布置在钢模具中紧密排列成陶瓷密排体，得到待填充模具；

[0028] 二、向待填充模具中填充陶瓷粉体填充物，通过振动台振动，使得陶瓷粉体填充物

填入待填充模具的间隙中，得到待冷压坯料；

[0029] 三、将待冷压坯料在压力为5～100MPa的条件下冷压成坯，然后连同模具放入电炉

中，在温度为500～700℃的条件下保温2～6h，得到材料预制体；

[0030] 四、将含铝材料在温度为700～900℃条件下熔炼2～6h，得到含铝熔液；所述含铝

材料为铝或铝合金；

[0031] 五、采用压力浸渗将含铝熔液浇注并加压浸渗到材料预制体的间隙中，在压力为

30～250MPa的条件下保压5～10min后直接脱模，再转移至马弗炉中，在温度为400～450℃

的条件下随炉冷却，得到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所述含密排体多尺度陶

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中陶瓷相的总体积分数为70～93％。

[0032] 具体实施方式七：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六不同的是：步骤一中所述钢模具

的直径大于三倍单个陶瓷柱体或陶瓷球体的直径。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六相同。

[0033] 具体实施方式八：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六或七不同的是：当采用陶瓷球体

时所铺成的层数是1层或多层；其中多层铺陈时，表面层球体直径小于、等于或大于底层球

体直径。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六或七相同。

[0034] 具体实施方式九：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六至八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二中陶

瓷粉体填充物填入待填充模具的间隙后，根据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梯

度结构需求再多铺陈多层混合粉体，所述混合粉体为不同体积分数的陶瓷粉体和Al粉的混

合粉体。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六至八之一相同。

[0035] 具体实施方式十：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六至九之一不同的是：步骤三中将

待冷压坯料在压力为10～30MPa的条件下冷压成坯。其它与具体实施方式六至九之一相同。

[0036] 通过以下试验验证本发明的效果：

[0037] 实施例一：一种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具体按以下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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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进行：

[0038] 一、将陶瓷柱体采用酒精超声清洗，吹干，以钢模具的中心为起点向外将若干个陶

瓷柱体均匀布置在钢模具中紧密排列成陶瓷密排体，得到待填充模具；所述陶瓷密排体由

若干个Ф13×12mm的表面有圆弧的B4C陶瓷柱体组成；钢模具的直径为133mm；

[0039] 二、将填充物放入待填充模具中，通过振动台振动，使得填充物填入待填充模具的

间隙中，然后多铺陈一层10mm厚的粉体，以留出加工余量，得到待冷压坯料；所述填充物为

B4C陶瓷粉体；B4C粉体的堆积密度为70％，堆积密度为70％的B4C粉体是通过3种不同粒径的

B4C粉体级配得到的；B4C粉体的粒径范围为5～120μm；

[0040] 三、将待冷压坯料在压力为10MPa的条件下冷压成坯，然后连同模具放入电炉中，

在温度为500～700℃的条件下保温2～6h，得到材料预制体；

[0041] 四、将2024铝合金在温度为700～900℃条件下熔炼2～6h，得到2024铝合金熔液；

2024铝合金熔液的量足够充满模具；

[0042] 五、采用压力浸渗将含铝熔液浇注并加压浸渗到材料预制体的间隙中，在压力为

200MPa的条件下保压5min后直接脱模，然后转移至马弗炉中，在温度为415℃的条件下随炉

冷却，得到B4C增强铝基抗弹结构复合材料；B4C增强铝基抗弹结构复合材料中B4C的体积分

数约为91％。

[0043] 实施例二：一种含密排体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具体按以下步

骤进行：

[0044] 一、将陶瓷柱体采用酒精超声清洗，吹干，以钢模具的中心为起点向外将若干个陶

瓷柱体均匀布置在钢模具中紧密排列成陶瓷密排体，得到待填充模具；所述密排体由若干

个Ф13×12mm的表面有圆弧的B4C陶瓷柱体组成；钢模具的直径133mm；

[0045] 二、将填充物放入待填充模具中，通过振动台振动，使得填充物填入密排体的间隙

中，然后多铺5层每层为5mm厚的预制体粉体，每层B4C颗粒的堆积密度分别为76％、70％、

55％、35％和25％，得到待冷压坯料；所述填充物为B4C陶瓷粉体，不同堆积密度的B4C粉体是

通过多种不同粒径的B4C粉体级配得到的；B4C粉体的粒径范围为5～2000μm；

[0046] 三、将待冷压坯料在压力为20MPa的条件下冷压成坯，然后连同模具放入电炉中，

在温度为500～700℃的条件下保温2～6h，得到材料预制体；

[0047] 四、将5083铝合金在温度为700～900℃条件下熔炼2～6h，得到5083铝合金熔液；

5083铝合金熔液的量足够充满模具；

[0048] 五、采用压力浸渗将含铝熔液浇注并加压浸渗到材料预制体的间隙中，在压力为

200MPa的条件下保压5min后直接脱模，然后转移至马弗炉中，在温度为415℃的条件下随炉

冷却，得到梯度B4C增强铝基抗弹结构复合材料；梯度碳化硼增强铝基抗弹结构复合材料中

各层梯度B4C的体积分数分别为92％、76％、70％、55％、35％和25％。其中体积分数为92％

的层为面板层，且包含B4C陶瓷柱体；其它层为B4C颗粒增强Al基复合材料。

[0049] 实施例三：一种多尺度陶瓷增强铝基抗弹结构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是按以下步骤

进行：

[0050] 一、将密排体采用酒精超声清洗，吹干，以钢模具的中心为起点向外将密排体均匀

布置在钢模具中至密排体紧密排列，得到待填充模具；所述密排体由若干个Ф12.7mm的B4C

陶瓷球体组成；钢模具的直径为13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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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二、将积密度为76％的B4C粉体填充物放入待填充模具中，通过振动台振动，使得

填充物填入密排陶瓷球的间隙中，然后多铺陈一层15mm厚堆积密度为55％的B4C粉体，得到

含有密排陶瓷球体的两层梯度复合材料待冷压坯料。堆积密度为76％的B4C粉体是通过多

种不同粒径的B4C粉体级配得到的，B4C粉体的粒径范围为5～2000μm；堆积密度55％的B4C粉

体为粒径为20μm的单一粉体组成。

[0052] 三、将待冷压坯料在压力为20MPa的条件下冷压成坯，然后连同模具放入电炉中，

在温度为500～700℃的条件下保温2～6h，得到材料预制体；

[0053] 四、将5083铝合金在温度为700～900℃条件下熔炼2～6h，得到5083铝合金熔液；

5083铝合金熔液的量足够充满模具；

[0054] 五、采用压力浸渗将含铝熔液浇注并加压浸渗到材料预制体的间隙中，在压力为

200MPa的条件下保压5min后直接脱模，然后转移至马弗炉中，在温度为415℃的条件下随炉

冷却，得到两层梯度碳化硼增强铝基抗弹结构复合材料，材料含12.7mm球体层(陶瓷相体分

～88％)和15mm55％B4C/5083Al两层结构，两层结构为实施例以一体化成型得到。

[0055] 由实施例二得到的碳化硼增强铝基抗弹结构复合材料(92％-76％-70％-55％-

35％-25％B4C/5083Al复合材料)整体面密度为96kg/m2，其中陶瓷含量为92％的面板层含有

密排陶瓷柱体结构，其他层为颗粒增强B4C/5083Al复合材料。抗弹测试结果表明，12.7mm穿

燃弹满弹速，100m距离0o角入射的条件下无法贯穿面密度为96kg/m2的92％-76％-70％-

55％-35％-25％B4C/5083Al层状抗弹结构复合材料，弹体有效穿深仅为12mm，装甲材料相

比于603装甲钢的防护系数达到8.2，厚度系数达到2.6。顶层的92vol％B4C(柱体+颗粒)/

5083Al可以有效破坏并磨蚀弹体。由实施例三得到的碳化硼增强铝基抗弹结构复合材料

(80％-55％B4C/5083Al复合材料)整体面密度为75kgm2，(含12.7mm球体层和15mm55％B4C/

5083Al两层结构，两层结构为实施例以一体化成型得到),。抗弹测试结果表明，12.7mm穿燃

弹满弹速，100m距离0o角入射的条件下无法贯穿面密度为75kg/m2的80％-55％B4C/2024Al

复合材料抗弹结构复合材料，弹体有效穿深仅为14mm，装甲材料相比于603装甲钢的防护系

数达到6.9，厚度系数达到2.3。顶层的80vol％B4C(球体+颗粒)/5083Al可以有效破坏并磨

蚀弹体。

[0056] 表1为实施例二和实施例三得到的含密排体多层梯度碳化硼增强铝基抗弹结构复

合材料的抗弹测试结果。

[0057] 表1

[0058]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10499434 B

8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9

CN 110499434 B

9



图3

图4

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10

CN 110499434 B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